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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应对山火、泥石流和洪涝灾害等连续大面积灾害性事件，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中资源受限以及

通信量大等特点，从工程设计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基于动态、静态双基站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体系结构，设计了

一种用于准确跟踪连续灾害对象的ＤＣＤＴ算法。仿真结果表明，该网络体系结构比传统的单基站网络架构

更易于延长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使用寿命，对于电网灾害追踪与预警有很好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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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５．１；Ｐ２０８

　　无线传感器网络（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ＳＮ）以其独特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突发危险事

件的预警防范任务中。台风、火烧山、泥石流和洪

涝灾害等常见自然灾害往往发生在连续的地理位

置上［１３］，为更好地贯彻实施电网防灾减灾应急管

理工作，可以利用 ＷＳＮ确定灾害发生的位置以及

影响面［４］，及时做出应急防范。其中，如何勾勒灾

害的影响范围是一项重要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考虑到 ＷＳＮ资源（能量、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等

方面）有限，实际应用 ＷＳＮ时，应尽量减少通信

量，以节约能源［５］。同时，ＷＳＮ传感数据都要路由

回基站（ｓｉｎｋ）进行处理，距基站较近的节点传输消

息多，能耗较高，因此必须维持好网络节点间的能

耗平衡，以延长网络寿命。当需要从大规模 ＷＳＮ

采集信息时，仅依赖单基站也是不现实的。

针对大规模 ＷＳＮ的特点，本文设计了一款

新型的双基站网络体系结构。该网络体系结构包

含两个基站：一个是静态基站，部署于监测区域的

中心位置，作为参考基站；另一个是动态基站，可

以迁移到监测区域的任意位置。这两个基站在跟

踪连续对象过程中互相配合，协同工作［６］。同时，

本文也提出了一种用于控制动态基站迁移位置的

算法，保障动态基站在跟踪连续对象过程中的低

能耗。为更好地计算动态基站的最优位置，采用

了划分聚类算法———质心算法，该算法可以有效

地减少消息传输的跳数［７］，同时也考虑了消息传

输的时空相关性，减少了边界节点与多基站间的

通信量，降低了冗余消息量［３］。

１　系统模型

１．１　相关研究

目前，许多学者都开展了单目标、多目标跟踪

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１，２，８］。

ＤＣＤＴ算法（ｄｕａｌｓｉｎｋｂａｓ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针对连续对象跟踪任务的目

标与特征，利用动态基站辅助静态基站进行聚簇，

降低了静态基站相邻节点的通信负载。利用动态

基站，算法可以进一步精确连续对象的范围，并尽

量减少参与节点的数量，以降低能耗，延长网络的

生命周期。质心算法是Ｂｕｌｕｓｕ等提出的基于网

络连 通 性 的 定 位 算 法［９］。该 算 法 实 现 相 对

Ｖｏｒｏｎｏｉ
［１０］等算法简单高效，因而适用于大规模

ＷＳＮ的节点定位。ＤＣＤＴ算法利用质心算法重

新定位移动Ｓｉｎｋ，从而减少总的信息传输跳数，

达到优化能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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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系统模型

以一个具有狀个传感节点和两个基站的传感

器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在该网络中，节点（包括传

感器节点、动态基站及静态基站等）被随机部署。

其中，动态基站犛犿能够自由迁移，而静态基站犛狊

部署在网络中心处，如图１所示。当传感器节点

侦测到事件发生（如山火），传感器将侦测信息发

送至邻近基站。静态基站根据上报的事件情况确

定边界节点，并判定事件的边界，然后不断调整动

态基站的位置，实现对连续目标的追踪，进而将信

息传递到网络外的通信站点，如３Ｇ功能的节点

将报警信息发送到相关目的地进行报警。

图１　双基站无线传感器网络

Ｆｉｇ．１　ＤｕａｌｓｉｎｋｂａｓｅｄＷＳＮ

网络中，假定每个传感节点均可利用三角计

算或定位等技术感知其位置，两个基站也可识别

传感节点的ＩＤ和所处的位置。假设对象在Δ狋犻＝

狋犻＋１－狋犻（狋犻、狋犻＋１为检测时刻）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是

连续的，基站从狋０时刻起开始监测对象。

２　基于双基站网络架构的连续对象

跟踪

２．１　起始阶段

在狋０时刻之前，不存在监测对象。假定犛狊位

置为（狓狊，狔狊），犛犿位置为（狓犿，狔犿）。起始时刻，狓狊＝

狓犿，狔狊＝狔犿，其他传感节点位置为（狓犻，狔犻）（１≤犻

≤狀）。

连续对象具有面积大、节点多和位置连续等特

点，对其跟踪不同于离散对象。一般而言，连续对

象跟踪的主要任务是勾勒节点边界以及绘制对象

形状。每狋犻时刻，边界节点周期性报告对象的相关

信息，之后，基站收集并传递对象信息。在狋犻时段，

基站会处理狋犻－１时段内的边界数据，并以该数据为

依据计算动态基站的下一位置。给出如下定义［６］。

定义１　值变更节点（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ｎｏｄｅ，

ＣＶＮ）。值变更节点是指那些在时刻狋犻监测到（或

者漏控）对象，而在狋犻－１时刻漏控（或者监测到）对

象的节点。

定义２　零壹比较消息（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ｎｅｚｅｒｏ，

ＣＯＺ）。ＣＶＮ向其邻居节点广播ＣＯＺ消息，该消

息包含ＣＶＮ的ＩＤ以及监测到的状态等信息
［６］。

定义３　边界节点。边界节点狌是指那些至

少接收到一个具有不同监测状态ＣＯＺ消息的节

点。例如，若狌的当前状态是０（假），它从邻居狏

接收到一个狏读数为１（真）的ＣＯＺ消息，由于狌

的当前状态不同于狏，则狌为边界节点。同时，静

态基站将向整个网络广播一个带有基站（静态或

者动态）以及ＴＴＬ（用于帮助传感节点获知距静

态基站的跳数）等信息的 Ｈｅｌｌｏ消息
［２］。这两个

基站在狋０时刻会唤醒传感节点。

２．２　运行阶段

在运行阶段，基站开始工作，并等待传感节点

的监测数据。一旦传感器监测到连续对象，它将

向基站报告该事件。然后，基站将汇总这些消息，

并向外部传递。两个基站将依据报告做出协商，

确定犛犿的迁移位置，保障低通信量。在多对一模

型中，由于距离较长，相应方向上的传感节点特别

是基站周边节点的通信任务较为繁重，因此采用

了质心算法［７］。基站位于簇中心，簇中的所有节

点向基站传输消息的成本（即跳数）之和最小，这

意味着数据传输的能耗总量最低。最后，所有监

测到连续对象的传感器均被作为边界节点，并向

基站（默认为静态基站）报送事件。静态基站进行

信息处理之后与动态基站交换信息，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双基站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运行态

Ｆｉｇ．２　ＲｕｎｔｉｍｅＤｕａｌｓｉｎｋｂａｓｅｄＷＳＮ

假定边界节点集合ＢＮ为：

ＢＮ＝ ｛犫１，犫２，…，犫犿｝ （１）

其中，犫犻为边界节点，其位置是（狓
犫
犻，狔

犫
犻）。其步骤

如下。

１）计算连续对象的中心。依据犫犻报送的数

据，犛狊可以基于下列等式计算动态基站的下一位

置：

狓犫０ ＝∑
犿

犻＝１

狓犫犻／犿，狔
犫
０ ＝∑

犿

犻＝１

狔
犫
犻／犿 （２）

其中，（狓０
犫，狔０

犫）是连续对象的中心。给定两个子

集ＢＮ狊，ＢＮ犿ＢＮ，并且犫
狊
犻∈ＢＮ狊，犫

犿
犻∈ＢＮ犿，则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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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Ｎ＝ＢＮ狊∪ＢＮ犿，ＢＮ狊∩ＢＮ犿 ＝  （３）

　　边界节点犫
狊
犻向犛狊发送报告，同时犫

犿
犻 向犛犿报

送。

２）计算动态基站位置。假定动态基站处于

位置（狓犫０，狔
犫
０），即狓犿＝狓

犫
０，且狔犿＝狔

犫
０，则犛狊依据距

离犛狊和犛犿的长度（跳数）将边界节点划分为两个

新组，距离犛狊较近的边界节点属于ＢＮ狊，其他节点

属于ＢＮ犿。所用算法如下：

狓犿＝狓
犫
０；狔犿＝狔

犫
０；

ｆｏｒ犻＝１ｔｏ｜ＢＮ｜｛

　ｉ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犫犻，犛狊）＜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犫犻，犛犿）｛

　　犫犻∈ＢＮ狊；

　ｅｌｓｅ

　　犫犻∈ＢＮ犿；

　 ｝

｝

　狓犿＝∑
犿

犻＝１
狓犿犻／｜ＢＮ犿｜，狔犿＝∑

犿

犻＝１
狔
犿
犻／｜ＢＮ犿｜／／重定位

ｒｅｔｕｒｎ

根据以上算法的结果，动态基站犛犿将迁移至

（狓犿，狔犿）。

３）动态基站与ＢＮ犿 中的边界节点建立联

系。一旦到达指定位置，动态基站向其成员广播

携带自身ＴＴＬ值的 Ｈｅｌｌｏ消息，ＴＴＬ值可以帮

助传感器获知距动态基站的跳数。此后，边界节

点向犛犿发送报告。为降低能耗，要求未在Δ狋时

段内发生状态变更的边界节点降低报送的频

率［１１］。同时，考虑时空相关性，选择有代表性的

节点向基站发送数据。算法中，只有ＢＮ狊 中少量

的节点被选中。

４）当连续对象形状发生变更时，调整犛犿的

位置。为降低能耗，动态基站将随连续对象的变

更而变换其位置。因为连续对象可能发生移动、

膨胀或缩小等变化，边界节点也会相应调整。一

旦发生状态变更边界节点的数量超过一定阈值

（如１０％），基站将重新划分边界节点。因此，当

基站重新划分边界节点时，它将依步骤２）交换信

息。这样，动态基站将会获得一个新的位置，如

图３所示。图３中，由于不需交换信息，部分边界

节点在先前和当前时刻都未向基站发送消息。

３　仿真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在ＮＳ２仿真软件

下设计了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的传感器网络环境，部署

了１００个节点。静态基站位于（５０，５０）坐标处。仿

图３　连续对象变更的监测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真参数如下：区域范围为（０，０）～（１００，１００），传感

器数量为１００，静态基站位置为（５０，５０），起始能量

为２Ｊ，包长度为５００ｂｙｔｅ，犈ｅｌｅｃ＝５０ｎＪ／ｂｉｔ，εａｍｐ＝

０．００１３ｐＪ／ｂｉｔ／ｍ
４。其中，犈ｅｌｅｃ是发射或接收１ｂｉｔ

数据的能耗；εａｍｐ代表传输放大能耗。如图４所示，

在单基站、双基站两种情况下，仿真了连续对象的

跟踪过程。由于动态基站主动采集信息，在１０个

周期以后，通信开销降低了５０％以上。动态基站

不仅减少了信息传输的跳数，而且可以从有代表性

的边界节点处采集信息。只要选中了边界传感器，

所有节点均可以多跳方式向基站发送数据。

图５为与一个双基站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比

较。对比网络也包含了一个静态基站和一个动态

基站，只是动态基站不受控制，可以随机迁移。可

见，随着对事件的不断侦测，本文方法可以降低

３０％的通信量。当超过２０个时段时，对比随机动

态基站模式，本文方法节省能量（传递消息的次

数）达１００％以上。其主要原因是本文方法采用

了可以有效节能的质心算法，更好地调整了动态

基站的位置，减少了边界节点传输信息的距离。

而随机动态基站的方法中，要不断地计算至边界

节点的路由，进一步确定具体的位置和边界信息，

大大增加了信息的交互量。

图４　单基站与双基

站的通信量比较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ｎｋ

ｖｓＤｕａｌＳｉｎｋ

　　

图５　双基站网络

与本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ＷＳＮ

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ｎｋｓ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双基站无线传感器网络

５０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

进行电网连续灾害追踪与预警的方法。仿真结果

表明，该方法在节能方面明显优于先前研究成果。

本文方法能够有效跟踪台风、火烧山、泥石流和洪

涝等连续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对于减轻电网灾

害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研究主要集中在进

一步提高动态基站的迁移精度以及应对多基站

（多于两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情形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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